詩歌書簡介
三．箴言

有人說：“詩歌在翻譯中失傳了。”
幸好我們卻不是這樣，或者說，極其量這是

第二卷最常為信徒使用的舊約書卷要算
是箴言了。整卷書充滿神眼中看為活出成功
生命的智慧之言。（在最後作分析時，是惟
一可靠的書卷。）這是一部智慧文學巨著。

論舊約希伯來文的詩歌時的誇大之說吧。相
反，古典英語和法語的詩歌，因很倚重押韻
規則、格律及模式，故要完整翻譯成另一種
語言是比較困難的。
希伯來文詩歌在某程度上是有一定的格

四．傳道書

律，利用押頭韻的技巧（以同音字起首），

這書卷對多數人來說是最難歸納在聖經
教訓 的。傳道書的鑰句是“日光之下”，
因為“傳道者”是從沒有神啟示之人的觀點
看。這也是智慧文學另一個好例子。

及其它與英文的詩歌相同的方法。
雖然有很多先知書都以詩歌模式寫作，
但在舊約中只有五卷書被視為詩歌類︰約伯
1

記、詩篇、箴言、傳道書及雅歌。

五．雅歌

壹．詩歌書卷

所有愛護聖經的人都同意，雖然人們

一．約伯記

對這書卷的故事的解釋有差異，但它確是一
部純真愛情的美麗詩歌。“雅歌”的名稱

這可能是聖經中最古老的書卷，因為

Liv

是一個希伯來文諺語，意為“最優雅的詩
歌”。所羅門共寫了一千零五首詩歌（王上

其中有關是非黑白的討論沒有涉及律法。在

ing

戲劇性的對話裏，大受苦難卻公義的約伯與

St

四32）；這是他著作中最細膩的一卷。

“朋友”爭辯他受苦的因由，只有直到最後

on

主親自的教導，才接受主在他身上的主權。

eP
貳．享受舊約的詩歌
ub
不可多得的詩歌。
可惜，很多人在學時期對詩歌“失掉”
lis
h e 興趣，不是因為被迫死記缺乏趣味或者難明
r s 的詩詞，便是因為老師要他們剖析詩詞到其
二．詩篇
Ltd
舊約書卷中最受基督徒歡迎的是詩篇。 中的美感與新鮮感消失淨盡。就象栽種一株
.活
有時當攜帶整本聖經不方便，我們時常帶備 玫瑰，任何人只需少少知識便可，卻欠缺一
石出
新約聖經附詩篇。很多愛讀詩篇的人都沒留 分體驗美麗的期望。生物科功課將玫瑰分成
版有
意到它全是詩歌。
碎片，無疑具有教育意味，可是從美學或美
詩篇是古以色列民族的詩歌集，寫作
限公
感的觀點來看，卻沒有很大的幫助。
期長達一千年，大約從主前一千四百年（摩
欣賞舊約詩詞好象一邊體驗一朵玫瑰卻
司
西）至主前四百年（以斯拉）。
這是智慧文學的高峰，非信徒也得承認這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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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對玫瑰的知識，一邊又進行一項科學的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3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詩一6）

研究。如果你能明白月季茶與花束玫瑰的分
別，你會更喜愛玫瑰；如果你能分辨紅色與

恨能挑啟爭端；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箴一○12）

粉紅色，粉紅與珊瑚色及橙紅色，你也會更
喜愛玫瑰。
同樣，你若能注意寓“顏色”於詩的

三．形式平衡句

形式和技巧，和詩人或其它聖經詩人的技

這類只是在“形態”上平衡；兩句（或

巧，你便可在聖經詩歌中獲益良多。不但可

更多句）並不相反、層遞或者強調。只是將

在這五卷詩歌書獲益，舊約其它書卷也是一

兩句詩句放在一起表達一個想法或主題：

樣──新約不提了。

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
了。（詩二6）

叁．平衡句式

四．綜合平衡句

聖經詩歌最偉大的技巧並非如很多英
詩內的押韻，而是押意──就是將兩至三句

第二句詩句建立（綜合的希臘文是“放
在一起”的意思）首句的思想：

放在一起，某程度上互相配合。我們要感謝
神以這種方法為聖經詩歌的台柱，這可讓幾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詩二三1）

乎所有語言都可作出色的翻譯，在過程中不
失其美。我們的主自己的說話也常有平衡句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
23）

式。（研讀下列評註後，再細讀如馬太福音
第五至七章和約翰福音第十三至十七章。）
我們舉出一些主要的希伯來文平衡句式
為例，讀者不但在研讀舊約時採用本書註釋

五．象征式平衡句

時找到類似的結構，更可在每日靈修和聽道

第一句詩詞裏的象征物解釋第二句的內

時找到。

Liv

容：

ing
一．同義詞平衡句
St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如鹿切慕溪水。（詩四二1）

on

如名稱所隱含的，這類以第二句或平

婦女美貌而無見識，
eP
如同金環帶在豬鼻上。（箴一一22）
故。這類句子在箴言特別多。u
bli
在公義的道上有生命；
sh
e r s 肆．文學手法
其路之中並無死亡。（箴一二28）
L t我們每天用了也不察覺到。如“她是真
我是沙崙的玫瑰花，
d.
天使”或“他食相如豬一樣”，都是形象化
是谷中的百合花。（歌二1）
活石
的說法。
出版
二．正反平衡句
一．比喻
有限
這類句式將兩句彼此“相反”的組成一
聖經裏活潑的比喻常用在兩樣物件之
公司
種對比：
間，特別在五卷詩歌書常見。

衡句敘述如首句同樣的事──為了強調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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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喻
比喻句用“象”或“如同”就是明喻

Man who is born of woman

句：

He comes forth like a flower and fades

is of few days and full of trouble.
away;

因為你必賜福與義人；耶和華啊，你必
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護衛他。（詩五
12）

He flees like a shadow and does not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如同蘋果樹在樹林中。（歌二3上）

He has sent redemption to His people:
He has commanded His covenant

continue（Job 14:1,2）.

forever:

2. 隱喻
比喻句是直接，某物件稱為另一物而沒

Holy and awesome is His name
（Ps. 111:9）.

有“象”或“如同”字眼，就是隱喻。這是
4
一個常用的形式 ：

A present is a precious stone
in the eyes of its possessor;

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
恩惠和榮耀。
他未嘗留下一樣好處，
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詩八四11）

Wherever he turns, he prospers
（Prov. 17:8）.
The words of a talebearer are like tasty

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

trifles,

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歌四12）

And they go down into the inmost body
（Prov. 18:8）.

二．頭韻法
數個緊靠一起的字眼開首都用同一字
母──通常是一個輔音──給我們“好的押
5
頭韻是富有藝術感的幫助” 。例如，雅歌開

三．人類辭素
這意思是“人類方式”。神是個靈，描
述神有人類的部分：

首第一句有很多字是始於“sh”音（希伯來

L
文的Shîn），包括書名及所羅門的希伯來文
ivi
耶和華在他的聖殿裏；
n
體。
耶和華的寶座在天上；
gS
很明顯頭韻法在翻譯上不能或真的不可
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詩一一4）
ton
以跟原文配合，或者如同原文般放置於同一
eP
位置上 （中文就是其中一種無法翻譯押頭韻
ub
四．動物辭素
的語言）。現節錄英文聖經英王欽定本和新
lis
同樣，神的屬性也與動物方式相比：
he
英王欽定本的顯著例子作參考：
r s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L t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He frustrates the devices of the crafty,
d.
So that their hands cannot carry out their
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
活石
plans.
（詩九一4）
出版
He catches the wise in their own craftiness,
有限
And the counsel of the cunning comes 五．擬人法
公司
quickly upon them（Job 5:12,13）.
一樣物件或一種抽象的質素被看為一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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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和罪惡，在手法上稱為“黑暗對抗光明和光
明對抗黑暗”。

願天歡喜，願地快樂！

4

我們的主稱祂自己為“門”、“葡萄
樹”、“生命的糧”和“好牧人”時是用比

願海和其中所充滿的澎湃！
願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歡樂！

喻。

那時林中的樹木都要在耶和華面前歡
呼。（詩九六11,12）

5

傳道人特別喜愛用這種手法做講道大

綱。當押頭韻不是被迫、過於幻想或者被濫
用時，這手法確是一種有助記憶的好方法。

我智慧以靈明為居所，
又尋得知識和謀略。（箴八12）

6

在新約希伯來書原文中，開首是用了
一組以“p”音（希臘文是p i） 起始的文

六．藏頭詩

字。
7

7

這是一個幾乎無法翻譯的方法 ，因為

諾克斯（Ronald Knox）在所翻譯的聖

也是按字母次序。最著名的例子是詩篇第

經做了一個較令人難忘的嘗試，但需要放棄
四個比較少用的英文字母，因為希伯來文只

一百一十九篇和耶利米哀歌其中的四章。箴

有二十二個字母。

詩本身是根據希伯來文字母排列，接續句

言最後一章以二十二節經文表揚一位才德的
婦人，是根據希伯來文字母次序（箴三一10
∼31）。
還有其它的比喻語言，一些與我們曾
討論過的有重複，但上述對大多數信徒已足
夠。
若然讀者在研讀這五卷書卷（及聖經其
余部分）時，查看這些詩韻方法，可以在書
卷的內容上找出更多新鮮有趣的事物，而對
文字美麗深層的欣賞就更不用說了（參看傳

L三11上）。
ivi
ng
St
on
評註
e
、箴言和傳道
這 三 卷 書 ──約 伯P
記u
bli
書──同樣稱為智慧文學。詩韻文模式中，
sh
內容多強調智慧，又或是敬畏神的生活藝術
ers
和技巧。
Ltd
部分原因是由於英王欽定本（KJV）傳
.活
統上將聖經裏所有的文學體裁──律法、歷
石出
史、詩體、使徒書信──一模一樣地印行。
版有
很多現代版本卻尋求模式本身表達寫作上的
限公
類別。
詩篇第一篇是用正反平衡句去描述公義
司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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